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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后的

振动下料装置，包括粮仓和储存仓,所述第一提

升机的右侧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一脱皮机和第二

脱皮机，所述第二脱皮机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

第二提升机，所述第二提升机的右侧固定安装有

振动筛分机构，所述分离仓的右侧固定安装有第

三提升机，所述储存仓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振动下

料机构，所述料斗的顶部与第三提升机的顶部之

间固定连接有导粮管，所述收集储存机构的右侧

固定安装有负压吸附风机，所述负压吸附风机与

第一脱皮机、第二脱皮机和分离仓之间依次固定

连接有输送管，本发明提高了脱皮效率，并且将

蜕皮后掺杂在黑米颗粒内的米皮充分分离，提高

了花青素的提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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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包括粮仓(1)、导粮管(13)和收集储存机构(5)，其

特征在于：所述粮仓(1)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一提升机(10)，所述第一提升机(10)的右

侧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一脱皮机(8)和第二脱皮机(9)，所述第一脱皮机(8)和第二脱皮机(9)

的底部均固定安装有负压分离机构(6)；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6)包括分离仓(601)，所述分离仓(6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隔板

(605) ,所述分离仓(601)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滑梯(606)，所述滑梯(606)的底部左侧固

定连接有溜粮架(607)，所述分离仓(601)的左侧顶部固定安装有风机(602)，所述风机

(60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干吸风嘴(603)，所述分离仓(601)的左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导粮

板(610) ,所述分离仓(60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料管(608)；

所述第一提升机(10)与第一脱皮机(8)的顶部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连通，所述第一

脱皮机(8)底部的负压分离机构(6)右侧与第二脱皮机(9)的左侧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连

通，所述第二脱皮机(9)底部的负压分离机构(6)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提升机(11)，所

述第二提升机(11)的右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分离机构(7)，所述第二提升机(11)的顶部与振

动分离机构(7)的顶部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互连通；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包括分离仓(701)和底座(707)，所述分离仓(701)的顶部固定连

接有进料斗(715) ,所述底座(707)内固定安装有振动机(708)，所述振动机(708)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706)，所述第二固定架(70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杆(705)，所述连杆

(705)的顶部贯穿分离仓(701)的底部伸入内腔固定连接有晒网(703)，所述分离仓(701)的

内腔固定连接有两组限位架(702)，所述筛网(703)位于限位架(702)之间，所述分离仓

(701)的左侧由上至下固定连接有吸附管(714)和出料管(710)，所述吸附管(714)位于筛架

(703)的上方，所述出料管(710)位于筛架(703)的下部，所述出料管(710)的左端固定安装

有第二电机(711)，所述第二电机(711)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螺杆(712)，所述出料管(710)的

左侧下部开设有下料口(713)；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提升机(12)，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

位于第三提升机(12)的右侧；

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 ,包括沉淀仓(501)和下料仓(502)，所述沉淀仓(501)位于下料

仓(502)的上侧，所述沉淀仓(501)的左侧侧壁固定安装有安装板(503)，所述安装板(503)

的右侧固定安装有负压吸附风机(3)，所述负压吸附风机(3)的右侧固定安装有若干进料口

(504)，所述沉淀仓(501)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导板(508)，所述导板(508)上开设有若干

气孔(509)，所述沉淀仓(501)的内腔中固定安装三组弧形分隔板(510)，所述沉淀仓(501)

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三组导料管(506)，所述弧形分隔板(510)位于导料管(506)的上侧，所述

下料仓(502)的底部两侧固定安装有导轨(511)，所述导轨(511)的上侧活动连接有底座

(514)，所述底座(51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集箱(512)，所述收集箱(512)的左侧转动铰接

有仓门(513)，所述底座(514)的底部固定啊安装有四组移动轮(515)，所述收集箱(512)的

左侧固定连接有卡板(518)；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6)的分离仓(601)的右侧与收集储存机构(5)中进料口(504)之间

固定连接有输送管(2)，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中吸附管(714)与收集储存机构(5)中进料口

(504)之间固定连接有输送管(2) ,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出料机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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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振动出料机构(4)，包括料桶(401)和振动桶(403) ,所述料桶(401)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接斗(402)，振动桶(403)位于料桶(401)的内部，所述料桶(401)的内腔下部固定连接

有定位圈(413)，所述振动桶(403)的外壁下部固定连接有若干挡板(411)，所述挡板(411)

与定位圈(413)之间固定连接有弹簧(412)，所述振动桶(403)的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

架(404)，所述第一固定架(404)的侧壁固定连接有L形架(406)，所述料桶(401)的两侧侧壁

开设有开槽(405)，所述L形架(406)的一端底部贯穿开槽(405)固定连接有卡块(407)，所述

料桶(401)的两侧固定安装有安装架(408)，所述安装架(408)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

(409)，所述第一电机(409)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偏心转盘(410)，所述偏心转盘(410)与卡块

(407)活动卡接,所述料桶(4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套管(415) ,所述振动桶(403)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下料管(414)，所述下料管(414)与套管(415)活动套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管

(608)上设置有控制阀(60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风嘴

(60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防尘架(6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网

(703)与限位架(702)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弹簧(70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

(705)的外侧缠绕有第二缓冲弹簧(709)，所述第二缓冲弹簧(709)位于分离仓(701)与底座

(707)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板

(508)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格挡网(50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板

(518)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把手(51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仓

(50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四组支脚(51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米的花青素高效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管

(50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挡板(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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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后的振动下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后的振动下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黑米是黑稻加工产品，属于籼米或者粳米，是由禾本科植物稻经长期培育形成的

一类特色品种，黑米稻粒外观长椭圆形，稻壳灰褐色，粒型有籼、粳两种，黑米是非糯性稻

米。

[0003] 黑米呈黑色或黑褐色，营养丰富，食、药用价值高，除煮粥外还可以制作各种营养

食品和酿酒，素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最具代表性的陕西洋县黑米、自古就

有"药米"、"贡米"、"寿米"的美誉。

[0004]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色素，可以随着细胞液的酸碱改变颜色。细胞液呈酸性则偏

红，细胞液呈碱性则偏蓝。花青素是构成花瓣和果实颜色的主要色素之一。花青素为植物二

级代谢产物，在生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花瓣和果实的颜色可吸引动物进行授粉和种子传

播。常见于花、果实的组织中及茎叶的表皮细胞与下表皮层。部分果实以颜色深浅决定果实

市场价格。在紫色蔬菜内也有。

[0005] 花青素能够在黑米的表皮中提取出来，现有的脱皮装置对黑米的脱皮效率低下，

且只能对黑米进行一次脱皮，导致提取的量太少，且米皮和黑米颗粒分离的不彻底，黑米脱

皮完成后，不方便米皮和黑米颗粒米皮进行分离，不能对黑米多次脱皮，也不能对脱皮过后

的黑米多次进行筛分分离，而黑米在脱皮机内脱完皮后的黑米颗粒需要回收，在下料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堵塞的情况，影响正常的黑米下料，影响出料的速度本发明提供一种黑米高

效脱皮提取后的振动下料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后的振动下料装置。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

后的振动下料装置，包括粮仓、导粮管和收集储存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粮仓的底部右侧

固定安装有第一提升机，所述第一提升机的右侧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一脱皮机和第二脱皮

机，所述第一脱皮机和第二脱皮机的底部均固定安装有负压分离机构；

[0008]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包括分离仓，所述分离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分离仓

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滑梯，所述滑梯的底部左侧固定连接有溜粮架，所述分离仓的左侧

顶部固定安装有风机，所述风机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干吸风嘴，所述分离仓的左侧底部固

定安装有导粮板,所述分离仓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料管；

[0009] 所述第一提升机与第一脱皮机的顶部之间通过导粮管相连通，所述第一脱皮机底

部的负压分离机构右侧与第二脱皮机的左侧之间通过导粮管相连通，所述第二脱皮机底部

的负压分离机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提升机，所述第二提升机的右侧固定安装有振动

分离机构，所述第二提升机的顶部与振动分离机构的顶部之间通过导粮管相互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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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包括分离仓和底座，所述分离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进料斗,所

述底座内固定安装有振动机，所述振动机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所述第二固定架

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杆，所述连杆的顶部贯穿分离仓的底部伸入内腔固定连接有晒网，所

述分离仓的内腔固定连接有两组限位架，所述筛网位于限位架之间，所述分离仓的左侧由

上至下固定连接有吸附管和出料管，所述吸附管位于筛架的上方，所述出料管位于筛架的

下部，所述出料管的左端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螺杆，所述

出料管的左侧下部开设有下料口；

[0011]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提升机，所述收集储存机构位于第

三提升机的右侧；

[0012] 所述收集储存机构,包括沉淀仓和下料仓，所述沉淀仓位于下料仓的上侧，所述沉

淀仓的左侧侧壁固定安装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右侧固定安装有负压吸附风机，所述负

压吸附风机的右侧固定安装有若干进料口，所述沉淀仓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导板，所述

导板上开设有若干气孔，所述沉淀仓的内腔中固定安装三组弧形分隔板，所述沉淀仓的底

部固定安装有三组导料管，所述弧形分隔板位于导料管的上侧，所述下料仓的底部两侧固

定安装有导轨，所述导轨的上侧活动连接有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集箱，所述

收集箱的左侧转动铰接有仓门，所述底座的底部固定啊安装有四组移动轮，所述收集箱的

左侧固定连接有卡板；

[0013]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的分离仓的右侧与收集储存机构中进料口之间固定连接有输

送管，所述振动分离机构中吸附管与收集储存机构中进料口之间固定连接有输送管,所述

收集储存机构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出料机构；

[0014] 所述振动出料机构，包括料桶和振动桶,所述料桶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接斗，振动桶

位于料桶的内部，所述料桶的内腔下部固定连接有定位圈，所述振动桶的外壁下部固定连

接有若干挡板，所述挡板与定位圈之间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振动桶的两侧固定连接有第

一固定架，所述第一固定架的侧壁固定连接有L形架，所述料桶的两侧侧壁开设有开槽，所

述L形架的一端底部贯穿开槽固定连接有卡块，所述料桶的两侧固定安装有安装架，所述安

装架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偏心转盘，所述偏心转

盘与卡块活动卡接,所述料桶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套管,所述振动桶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料

管，所述下料管与套管活动套接。

[0015] 优选的，所述下料管上设置有控制阀。

[0016] 优选的，所述吸风嘴的底部固定安装有防尘架。

[0017] 优选的，所述筛网与限位架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弹簧。

[0018] 优选的，所述连杆的外侧缠绕有第二缓冲弹簧，所述第二缓冲弹簧位于分离仓与

底座之间。

[0019] 优选的，所述导板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格挡网。

[0020] 优选的，所述卡板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把手。

[0021] 优选的，所述下料仓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四组支脚。

[0022] 优选的，所述导料管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挡板。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本发明将粮食加入粮仓中，由第一提升机将黑米提升至顶部，

由第一导粮管导入第一脱皮机，第一脱皮机对黑米进行第一次脱皮落入负压分离机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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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梯导向往下滑，由溜粮板将黑米停留在空中一端时间，由气泵向上吸气，将质量较轻的米

皮网上吸，使米皮和黑米颗粒分离出来，由负压吸附风机将米皮吸入收集储存机构，米皮进

入输送管，黑米颗粒进入第二脱皮机内进行第二次脱皮再次落入负压分离机构，黑米颗粒

落入第二提升机的底部，米皮进入输送管，黑米颗粒由第二提升机提升至顶部由导粮管导

入振动筛分机构内，黑米落入分离仓内，底座上的振动机带动固定架振动，固定架上的连杆

带动筛网之间在限位架之间上下振动，将米皮落入晒架的底部，黑米颗粒留在筛架上方，出

料管的右侧电机带动螺杆旋转，将黑米向右侧输送，由下料口导出，底部的米皮进入右侧的

输送管中，黑米颗粒再次导入第三提升机，提升至顶部后落入振动出料机构中，收集储存机

构右侧的负压吸附风机将输送管内的米皮吸入储存仓内，由分隔板将米皮进行分隔后落入

导料管进入下料仓的收集箱内，收集箱能够与下料仓底部的导轨活动连接，能够通过移动

轮方便的转运，并且通过仓门取出米皮，而黑米颗粒在进入振动出料机构中的振动桶中，电

机带动偏心转盘旋转，偏心转盘带动与之卡接的卡块在竖直方向上往复运动，卡块带动L形

架使振动桶振动，弹簧起到缓冲作用，将振动桶内的黑米落入下料管，下料管在套管内活动

套接，控制阀能够控制下料。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方便实用，能够对黑米进行两侧次的脱皮

处理，负压分离机构能够使米皮和黑米颗粒分离出来，由负压吸附风机将米皮吸入储存仓

内部进行储存，将掺杂在黑米颗粒内的部分米皮分离出来，大大的提高了分离效率，提高了

花青素的提取量，在不影响脱皮量的前提下，提高脱皮效果，对黑米进行两次脱皮，提高了

脱皮效率，并且将蜕皮后掺杂在黑米颗粒内的米皮充分分离，提高了脱皮效果且提升效率，

料桶的内部的振动桶能够将桶内的黑米不停的翻动，从下料管中下料，能够防止堵塞的情

况，保证出料的速度和下料的效率，而用于提取花青素的米皮被负压并且均匀的落入沉淀

仓底部最后落入收集箱，方便转运和回收易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中负压分离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中振动筛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中筛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中收集储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中下料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中收集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中振动出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其中：1粮仓、2输送管、3负压吸附风机、4振动出料机构、401料桶、402接斗、403振

动桶、404第一固定架、405开槽、406L形管、407卡块、408安装架、409第一电机、410偏心转

盘、411挡板、412弹簧、413定位圈、414下料管、415套管、5收集储存机构、501沉淀仓、502下

料仓、503安装板、504进料口、505格挡网、506导料管、507挡板、508导板、509气孔、510弧形

分隔板、511导轨、512收集箱、513仓门、514底座、515移动轮、516把手、517支脚、518卡板、6

负压分离机构、601分离仓、602风机、603吸风嘴、604防尘架、605隔板、606滑梯、607溜粮架、

608下料管、609控制阀、610导粮板、7振动筛分机构、701分离仓、702限位架、703筛网、70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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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缓冲弹簧、705连杆、706第二固定架、707底座、708振动机、709第二缓冲弹簧、710出料管、

711第二电机、712螺杆、713下料口、714吸附管、715进料斗、8第一脱皮机、9第二脱皮机、10

第一提升机、11第二提升机、12第三提升机、13导粮管、14负压吸附风机、15输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5] 实施例1：如图1-8所示，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后的振动下料装置，包括粮仓1、导

粮管13和收集储存机构5，其特征在于：所述粮仓1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一提升机10，所

述第一提升机10的右侧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一脱皮机8和第二脱皮机9，所述第一脱皮机8和

第二脱皮机9的底部均固定安装有负压分离机构6；

[0036]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6包括分离仓601，所述分离仓6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隔板605,

所述分离仓601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滑梯606，所述滑梯606的底部左侧固定连接有溜粮

架607，所述分离仓601的左侧顶部固定安装有风机602，所述风机60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

干吸风嘴603，所述分离仓601的左侧底部固定安装有导粮板610,所述分离仓601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下料管608；

[0037] 所述第一提升机10与第一脱皮机8的顶部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连通，所述第一脱

皮机8底部的负压分离机构6右侧与第二脱皮机9的左侧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连通，所述第

二脱皮机9底部的负压分离机构6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提升机11，所述第二提升机11的

右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分离机构7，所述第二提升机11的顶部与振动分离机构7的顶部之间通

过导粮管13相互连通；

[0038]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包括分离仓701和底座707，所述分离仓7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进料斗715,所述底座707内固定安装有振动机708，所述振动机708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

固定架706，所述第二固定架70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杆705，所述连杆705的顶部贯穿分离

仓701的底部伸入内腔固定连接有晒网703，所述分离仓701的内腔固定连接有两组限位架

702，所述筛网703位于限位架702之间，所述分离仓701的左侧由上至下固定连接有吸附管

714和出料管710，所述吸附管714位于筛架703的上方，所述出料管710位于筛架703的下部，

所述出料管710的左端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711，所述第二电机711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螺杆

712，所述出料管710的左侧下部开设有下料口713；

[0039]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提升机12，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位

于第三提升机12的右侧；

[0040] 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包括沉淀仓501和下料仓502，所述沉淀仓501位于下料仓502

的上侧，所述沉淀仓501的左侧侧壁固定安装有安装板503，所述安装板503的右侧固定安装

有负压吸附风机3，所述负压吸附风机3的右侧固定安装有若干进料口504，所述沉淀仓501

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导板508，所述导板508上开设有若干气孔509，所述沉淀仓501的内

腔中固定安装三组弧形分隔板510，所述沉淀仓5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三组导料管506，所述

弧形分隔板510位于导料管506的上侧，所述下料仓502的底部两侧固定安装有导轨511，所

述导轨511的上侧活动连接有底座514，所述底座51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集箱512，所述收

集箱512的左侧转动铰接有仓门513，所述底座514的底部固定啊安装有四组移动轮51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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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收集箱512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卡板518；

[0041]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6的分离仓601的右侧与收集储存机构5中进料口504之间固定

连接有输送管2，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中吸附管714与收集储存机构5中进料口504之间固定

连接有输送管2,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出料机构4；

[0042] 所述振动出料机构4，包括料桶401和振动桶403,所述料桶4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

接斗402，振动桶403位于料桶401的内部，所述料桶401的内腔下部固定连接有定位圈413，

所述振动桶403的外壁下部固定连接有若干挡板411，所述挡板411与定位圈413之间固定连

接有弹簧412，所述振动桶403的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404，所述第一固定架404的侧

壁固定连接有L形架406，所述料桶401的两侧侧壁开设有开槽405，所述L形架406的一端底

部贯穿开槽405固定连接有卡块407，所述料桶401的两侧固定安装有安装架408，所述安装

架408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409，所述第一电机409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偏心转盘410，

所述偏心转盘410与卡块407活动卡接,所述料桶4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套管415,所述振动

桶403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料管414，所述下料管414与套管415活动套接。

[0043] 实施例2：如图1-8所示，一种黑米高效脱皮提取后的振动下料装置，包括粮仓1、导

粮管13和收集储存机构5，其特征在于：所述粮仓1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一提升机10，所

述第一提升机10的右侧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一脱皮机8和第二脱皮机9，所述第一脱皮机8和

第二脱皮机9的底部均固定安装有负压分离机构6；

[0044]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6包括分离仓601，所述分离仓6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隔板605,

所述分离仓601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滑梯606，所述滑梯606的底部左侧固定连接有溜粮

架607，所述分离仓601的左侧顶部固定安装有风机602，所述风机60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若

干吸风嘴603，所述吸风嘴60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防尘架604，所述分离仓601的左侧底部固

定安装有导粮板610,所述分离仓60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料管608，所述下料管608上设置

有控制阀609；

[0045] 所述第一提升机10与第一脱皮机8的顶部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连通，所述第一脱

皮机8底部的负压分离机构6右侧与第二脱皮机9的左侧之间通过导粮管13相连通，所述第

二脱皮机9底部的负压分离机构6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提升机11，所述第二提升机11的

右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分离机构7，所述第二提升机11的顶部与振动分离机构7的顶部之间通

过导粮管13相互连通；

[0046]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包括分离仓701和底座707，所述分离仓7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进料斗715,所述底座707内固定安装有振动机708，所述振动机708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

固定架706，所述第二固定架70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连杆705，所述连杆705的顶部贯穿分离

仓701的底部伸入内腔固定连接有晒网703，所述分离仓701的内腔固定连接有两组限位架

702，所述筛网703位于限位架702之间，所述筛网703与限位架702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

弹簧704，所述分离仓701的左侧由上至下固定连接有吸附管714和出料管710，所述吸附管

714位于筛架703的上方，所述出料管710位于筛架703的下部，所述出料管710的左端固定安

装有第二电机711，所述第二电机711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螺杆712，所述出料管710的左侧下

部开设有下料口713，所述连杆705的外侧缠绕有第二缓冲弹簧709，所述第二缓冲弹簧709

位于分离仓701与底座707之间；

[0047] 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的底部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提升机12，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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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三提升机12的右侧；

[0048] 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包括沉淀仓501和下料仓502，所述沉淀仓501位于下料仓502

的上侧，所述沉淀仓501的左侧侧壁固定安装有安装板503，所述安装板503的右侧固定安装

有负压吸附风机3，所述负压吸附风机3的右侧固定安装有若干进料口504，所述沉淀仓501

的内腔左侧固定连接有导板508，所述导板508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格挡网505，所述导板508

上开设有若干气孔509，所述沉淀仓501的内腔中固定安装三组弧形分隔板510，所述沉淀仓

5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三组导料管506，所述导料管50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挡板507，所述弧

形分隔板510位于导料管506的上侧，所述下料仓502的底部两侧固定安装有导轨511，所述

导轨511的上侧活动连接有底座514，所述底座51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集箱512，所述收集

箱512的左侧转动铰接有仓门513，所述底座514的底部固定啊安装有四组移动轮515，所述

收集箱512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卡板518，所述卡板518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把手516，所述下料

仓50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四组支脚517；

[0049] 所述负压分离机构6的分离仓601的右侧与收集储存机构5中进料口504之间固定

连接有输送管2，所述振动分离机构7中吸附管714与收集储存机构5中进料口504之间固定

连接有输送管2,所述收集储存机构5的前侧固定安装有振动出料机构4；

[0050] 所述振动出料机构4，包括料桶401和振动桶403,所述料桶4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

接斗402，振动桶403位于料桶401的内部，所述料桶401的内腔下部固定连接有定位圈413，

所述振动桶403的外壁下部固定连接有若干挡板411，所述挡板411与定位圈413之间固定连

接有弹簧412，所述振动桶403的两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404，所述第一固定架404的侧

壁固定连接有L形架406，所述料桶401的两侧侧壁开设有开槽405，所述L形架406的一端底

部贯穿开槽405固定连接有卡块407，所述料桶401的两侧固定安装有安装架408，所述安装

架408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409，所述第一电机409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偏心转盘410，

所述偏心转盘410与卡块407活动卡接,所述料桶40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套管415,所述振动

桶403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下料管414，所述下料管414与套管415活动套接。

[005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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